
保險中介人
在新制度下申領保險代理機構牌照
工作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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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遊保險專責小組會員
麥偉傑先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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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視作已持牌人士 (Deemed Licensee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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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監局由2019年9月23日起負責對保險中介人的監管及規管工作，而緊接在此日期前
己登記於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的保險代理/經紀機構 (Insurance Agency/Broker), 其
負責人(Responsible Person) 及 業務代表(Technical Representative)，自動獲發三年
(2019年9月23日至2022年9月22日)的牌照

如欲續任持牌保險中介人，須於過渡期內向保監局申領新牌照

由被視作已持牌人士 (Deemed Licensee) →持牌保險中介人/機構



代碼 簡略 表格表格詳情

A 全新 / 重新登記

保險中介一站通

A1 - 保險中介人牌照申請表格 – 個人保險代理/業務代表(代
理人)/業務代表(經紀)

A2 - 申請開設監督人帳戶

D 被視作已持牌人士
(TR)

被視作已持牌人士
(RO)

被視作已持牌人士
(Insurance Agency)

D1 - 被視作已持牌人士 – 保險中介人個人牌照申請表格 - 個
人保險代理 / 業務代表(代理人) / 業務代表(經紀)

D3a - 持牌保險代理機構負責人的認可申請表格

D5 - 保險代理機構牌照申請表格

S 補充資料 S5 - 補充表格 - 有關董事 / 控權人 (個人) 的資料

S6 - 補充表格 - 有關董事 / 控權人 (法人團體) 的資料

牌照申請表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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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旅行社Pain Point 係邊度!!!

• 更難找合適的保險負責人RO

• 保險負責人的額外工序及責任

• 對公司架構的嚴格規範

• 繁複的登記程序

• 嚴格的監管要求與控制

• 多方面的培訓/合規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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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5 - 保險代理機構牌照申請表格



• 不得修改申請表格的結構及內容。

• 如某項問題並不適用，請填寫"不適用"。請勿留空任何答案欄。

• 所有資料均屬準確及完整，將填好的申請表格郵寄予保監局。

• 保監局僅在收到包含所有所需資料或證明文件時，才開始處理申請。

• 保監局在決定是否獲批准前，或會考慮與保險代理機構的高級管理層 及/或
負責人會面。

保監局僅在其信納申請人可證明其已符合相關的發牌規定時，才會發出牌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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牌照申請表格



D5 - 保險代理機構牌照申請表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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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5 –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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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5 - 保險代理機構牌照申請表格

D5 – 2

例如：旅行社 ; 航空公司；旅遊承辦商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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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5 - 保險代理機構牌照申請表格

D5 – 3

每一位控權人必須填寫S5 (個人)或 S6 (公司/法團)

填寫補充表格 - S5 (個人)

填寫補充表格 -

S6(公司/法團)

董事姓名及名稱必須與公司註冊處最新記錄相同

每位董事提交一份S5 如董事同時為控權人，只需要提交一份S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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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5 - 保險代理機構牌照申請表格

D5 –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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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5 – 5

如果保險業務類別保單保費，佔全年
總保費10% 或以上，請剔選有關項目

如果保險業務類別保單保費，佔全年
總保費10% 或以上，請剔選有關項目

全年總保險佣金收入，不包括
其他業務收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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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5 - 保險代理機構牌照申請表格

D5 – 6



填寫此申請表格前，請先細閱及熟悉以下內容：

牌照申請—持牌保險代理機構的要求
https://www.ia.org.hk/tc/supervision/reg_ins_intermediaries/licence_application.html

《保險業(獲授權保險人的最高數目)規則》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41K

持牌保險代理人操守守則
https://www.ia.org.hk/tc/legislative_framework/codes.html

《保險業條例》(第 41 章) 有關持牌保險中介人"適當人選"的準則指引
https://www.ia.org.hk/tc/legislative_framework/files/GL23.pdf

保監局發出適用於持牌保險代理人的指引
https://www.ia.org.hk/tc/legislative_framework/guidelines.php

D5 - 保險代理機構牌照申請表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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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ia.org.hk/tc/supervision/reg_ins_intermediaries/licence_application.html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41K
https://www.ia.org.hk/tc/legislative_framework/codes.html
https://www.ia.org.hk/tc/legislative_framework/files/GL23.pdf
https://www.ia.org.hk/tc/legislative_framework/guidelines.php


如代理機構為「有限公司」 ，必須提供有關文件：

1. 就保險代理機構，填寫及提交 表格 D5；

2. 商業登記證副本；及

3. 提供董事登記冊副本；及

4. 提供已向公司註冊處提交的最近期周年申報表副本。

提交的申請表格及相關文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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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必須提供上述文件外，亦必須：

1. 就每名董事 / 每名控權人 (個人) ， 填寫及提交 表格S5；

2. 填寫及提交 表格 S6（適用於其董事 / 控權人為「法人團體」的代理機構）



1. 就每名負責人，填寫及提交 表格 D3a；

2. 負責人，填寫及提交 表格 表格A2 - 申請開設監督人帳戶

3. 就每名業務代表(代理人) ，填寫及開啟個人帳戶；

4. 每名業務代表(代理人) (包括: 負責人) 上載其身份證副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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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的申請表格及相關文件：



A2 - 開設監督人帳戶的申請 (RO)

D1 - 被視作已持牌人士遞交其正式的
保險中介人牌照申請(Individual Licensee)



A2 – 1. 申請開設監督人帳戶(Supervisor Account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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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2 – 1.申請開設監督人帳戶(Supervisor Account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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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D/MM/YYYY



A2 – 1. 申請開設監督人帳戶(Supervisor Account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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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表田 DD/MM/YYYY



監督人帳戶 (Supervisor Account) 持有人會收到啟動帳戶

的電郵，以及保監局以郵遞方式寄出的批准信函 及 帳戶

開通密碼。

點擊啟動連結 (有效期為 90 天) 以啟動帳戶。

• 啟動帳戶需：

• 香港身份證號碼首 4 個字符；

• 已登記手機電話號碼最後 4 位數字；

• 帳戶開通密碼 （已發送至主事人的註冊辦事處

地址）。

A2 – 2. 啟動監督人帳戶(Supervisor Account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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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2 – 2. 啟動監督人帳戶(Supervisor Account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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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入後，監督人帳戶持有人在
「Information Board 」，點擊「Click 

here for detail (詳情按此)」以加設指定
的電郵地址、手機電話號碼及下載文件
的密碼 (在首次使用下載文件密碼，有
關文件需要下一天才可以下載及開啟)

所有zip.檔案，必須使用下載文件密碼，
才可開啟。



A2 – 3. 批量上載 – the Deemed Licensee’s Input Templat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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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擊「Deemed Licensee’s Bulk Upload (被視作已持牌人士的輸入範本)」

按下「Deemed Licensee’s Input Template」下載批量上載的輸入
範本，必須輸入文件密碼 (Document Password)，才能開啟。



A2 – 3.1 批量上載 – the Deemed Licensee’s Input Templat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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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ationality 只可以輸入 Chinese or 

Others (必須完全符合所有英文字的大
細階) 。

如輸入是Others，才需要輸入國籍。

如申請人同時屬非香港永久性居民，才
需要輸入護照號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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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K Mobile Phone No. & HK Daytime 

Contact No. 必須填寫，不可留白。

緊記 :範本輸入小貼士

A2 – 批量上載 – the Deemed Licensee’s Input Template



A2 – 3.1 批量上載 – the Deemed Licensee’s Input Templat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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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須輸入完整的Qualification options 。

例如：申請者的最高學歷為Diploma，必須要輸入完整的選項，例
如：Diploma / Associate Degree / College。

Country / Place of Institution 只可以輸入 Hong Kong, ; 

Mainland China ; Others (必須完全符合所有英文字的大細階) 。

如輸入是Others，無須輸入有關獲取學歷的國家名稱。

緊記 : 範本輸入小貼士



Travel Agent 

• Merge CPD 1st & 2nd assessment period (23 Sept 2019 – 31 Jul 2021) = 

6 CPD hours 

• Individual licensees must submit a completed CPD Declaration Form to their 

appointing principal by 30 September 2021. 

• Each licensed insurance agency must report the completed CPD record of all 

their appointed individual licensees to the IA by 31 October 2021

CPD Reporting Procedures for Assessment Periods 
2019/20 and 2020/21 (Travel Agent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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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PD Reporting Procedures for Assessment Periods 
2019/20 and 2020/21

27

點擊「Report」，再選「download」下載輸入範本



CPD Reporting Procedures for Assessment Periods 
2019/20 and 2020/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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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y email to cpdreporting@ia.org.hk. 



D1 - 被視作已持牌人士遞交其正式的
保險中介人牌照申請



D1 - 啟動個人帳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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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擊「按此」或 “here”開始啟動個人
帳戶，必須在30日內啟動

登入你的電郵帳戶。點擊打開主旨為
「Insurance Intermediaries 

Connect – Individual Account 

Activation 保險中介一站通 – 啟動個
人帳戶」的郵件

D1 – 1/20





D1 - 個人牌照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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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部分: 補充文件
• 點擊「上載」以上載香港身份證副本

• 或 點擊「上載」提交關於中國內地的
學歷公證書作證明

D1 – 14/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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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1 – Submitted to Principal for verification 

D1 - Pending confirmation of appointment by Principal

D1 – Confirmation of Appointment by Principal

D1 - Application for License of Individual Technical Representative

D1 - Approved by Insurance Authority - 確認電郵



1. 公司結構組織與員工責任 (Organization and governance structure) 

2. 保險業務組合 (Business Profile, Business Volume and product mix) 

3. 銷售程序 (Sales Process)

4. 合規 / 培訓 (Operation & Support Process) 

5. 監管要求與控制 (Management Supervision)

保監局實地檢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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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nderstand the supervisory process on a licensed insurance agency



Thank yo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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